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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化建筑工程施工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需要各个部门齐心协力共同合作,才能够使整个
施工顺利完成。技术管理工作对于工程质量及进度而言十分重要,只有不断提升技术管理工作水平,才能
够为整个项目顺利实施提供高效技术保障。本文围绕建筑工程施工技术管理中应注意的问题展开了探
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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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needing attention i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of building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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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building engineering is a very complicated work, which needs every
department to work together to make the whole construction complete smoothly. Technical Management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quality and progress of the project. Only by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level of technical
management can we provide efficient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whole project. This paper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problems which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of building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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